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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对粉垄蔗地土壤养分及甘蔗产量品质的影响
*

李素丽，梁晓莹，韦本辉，黄金玲，李志刚 ，陆睿杰，雷志宇
（广西大学 农学院 南宁 530005）
摘要：为了研究施用有机肥对粉垄条件下甘蔗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本研究以蚯蚓粪、猪粪分别与复合肥配
施于粉垄蔗地中，并以单施复合肥作为对照，研究有机肥与复合肥配施对粉垄土壤理化性状及甘蔗养分、
产量、蔗茎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1）与对照相比，有机肥与复合肥混施可在不同时期分别提高粉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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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有机质、全氮、全磷、有效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且对于土壤中速效养分含量的提升主要集中于甘
蔗生长前期（6 月—8 月），但在土壤 pH 值和容重方面影响不显著。（2）蚯蚓粪、猪粪与复合肥混施均能
不同程度提高甘蔗生长前期的+1 叶和根系中的全氮、全磷、全钾含量，使产量分别比对照提升了 28.09%和
32.81%。砍收时甘蔗的茎长、茎径、单茎重、有效茎数、蔗汁糖分、甘蔗糖分高于对照但不显著，出苗率、
分蘖率、锤度影响不显著。（3）粉垄耕作条件下，选择合适的有机肥与复合肥配施可增加土壤速效养分和
有机质、全氮、全磷含量，也能提高甘蔗根叶全氮、全磷、全钾含量，提高甘蔗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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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Q945.1
文献标识码: A

Effect of organic fertilizer on soil and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sugarcan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mashing-ridge-tillage
LI Suli, LIANG Xiaoying, WEI Benhui, HUANG Jinling, LI Zhigang*, LU Ruijie, LEI Zhiyu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pplying organic fertilizer on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sugarcan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mashing ridge tillage, earthworm manure and pig manure were blended with compound fertilizer
respectively, then applied to the soil, the single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fertilizer was used as the contro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organic fertilizer coupled with compound fertilizer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mashing-ridge-tillage soil and nutrient, yield and quality of sugarcan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content
of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vailable nitrogen,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available potassium
in the soil could be increased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coupled with compound
fertilizer. In addition, the increase of soil available nutrients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sugarcane growth (June and August), but the effect on soil pH and bulk density was not significant. (2) The
application of earthworm manure, pig manure that coupled with compound fertilizer can improve the contents of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d total potassium in leaves and roots of sugarcane in different degrees, and
increase the cane yield by 28.09% and 32.8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parameters of cane weight, cane
length, stalk diameter, millable stalks, sucros of juic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but didn’t achie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therwise, the effects of emergence rate, tillering rate and brix were not significant. (3)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mashing ridge tillage, the proper combination of organic fertilizer and compound fertilizer
can increase the soil contents of soil available nutrients,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the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and total potassium contents of roots and leafs as well as the sugarcan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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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垄”是一种利用粉垄机的垂直螺旋钻头旋削碎土，可一次性完成深耕深松整地且土壤疏松不乱土
层、蓄水纳氧性强的新型耕作模式（韦本辉，2015）。与传统耕作（拖拉机整地等）相比，粉垄栽培玉米、
花生、大豆和桑树，其产量增加了 10%~54%，且能够促进根系伸长及其在土层中的分布（韦本辉等，2012）。
在甘蔗上的应用也表明，粉垄促进甘蔗茎长、茎径的生长，提高有效茎数和产量（周灵芝等，2017）。有
机肥具有肥效长，可为土壤提供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促进作物增产等优点，且有机肥与化肥配施比两
者单施效果更好（翁锦周等，2005；陈伟绩，2007；宋震震等，2014）。林阿典等（2017）研究了钾肥与
有机肥对土壤及甘蔗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氮、磷、钾肥等量投入条件下，配施有机肥能促进甘蔗生长，
提高产糖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张宇鹏等（2013）研究了生态养猪垫料与化肥配施对甘蔗生长、产量及
品质的影响，认为化肥配合施用生态养猪垫料有利于甘蔗的生长、产量及品质的提高。虽然，作为基肥、
追肥等对土壤进行改良，有机肥已经在甘蔗生产上得到广泛使用，但尚未见有粉垄耕作条件下有机肥使用
对甘蔗产量、品质等影响的相关报道。本研究通过在粉垄蔗地上分别以市场上常见的蚯蚓粪和猪粪与复合
肥配施，研究两种有机肥对于粉垄土壤的理化性状及甘蔗生长的影响，以期为粉垄耕作及甘蔗产业高质高
产值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及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新安村，属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21.6 ℃左右，年均降雨量达 1 304.2 mm，平均相对湿度为 79%。
试验地土壤为红壤，前茬作物为木薯。经测试土壤容重为 2.36 g·cm-3，pH 5.73，有机质 34.60 g·kg-1，
土壤全氮 1.49 g·kg-1，碱解氮 149 mg·kg-1，全磷 0.30 g·kg-1，有效磷 8.49 mg·kg-1，速效钾 394.30 mg·kg-1。
1.2 试验设计
设 3 个处理：①单施复合肥（对照 CK）；②蚯蚓粪+复合肥（处理 A）；③猪粪+复合肥（处理 B）。
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3 次重复，每小区面积为 60 m2（长 10 m，宽 6 m）。2018 年 3 月，采用粉垄机进
行一次性深翻旋耕，耕作深度 40 cm。开垄后分别使用复合肥（N﹕P2O5﹕K2O 比例为 15﹕15﹕15，总养分
≥45%）、蚯蚓粪（由当地饲养蚯蚓场提供，水分 12.29%，pH 5.38，有机质 38.56 g·kg-1，全氮 1.69%，全磷
1.78%，全钾 15.19 mg·L-1）、猪粪（由当地养猪场经发酵后提供，水分 12.42%，pH 6.48，有机质 36.24 g·kg-1，
全氮 1.85%，全磷 3.23%，全钾 3.06 mg·L-1）对不同处理进行施肥：①对照 CK 施复合肥 1 200 kg·hm-2；②
处理 A：蚯蚓粪 3 000 kg·hm-2+复合肥 1 200 kg·hm-2；③处理 B：猪粪 3 000 kg·hm-2+复合肥 1 200 kg·hm-2。
供试甘蔗品种为桂糖 42，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下种，采用双芽段种植，蔗种双行摆放，种植密度为 7 700
芽·667 m-2。2018 年 6 月 10 日进行大培土同时追施尿素 675 kg·hm-2（总氮 ≥46.4 %），氯化钾 675 kg·hm-2
（K2O ≥60 %），复合肥 1 500 kg·hm-2，田间管理按常规进行。
1.3 调查项目及方法
土壤采集：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8 月 11 日、10 月 25 日分别采集土壤样品，每个小区按 5 点分布采
集耕层土（20 cm 处），混合均匀，带回实验室风干备用，土壤理化性状的测定参照鲍士旦（2000）的《土
壤农化分析》进行。
甘蔗根系及叶片采样：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8 月 11 日，10 月 25 日分别采集甘蔗+1 叶，清洗干净并
过一遍蒸馏水后吸干水分，于烘箱 105 ℃烘 30 min，然后降温至 75 ℃烘至恒重，冷却后粉碎，用于测定
全氮全磷全钾。全氮测定用半微量蒸馏法，全磷用钼锑抗吸光光度法，全钾用火焰光度法。同时，每个小
区连根挖取 5 株甘蔗，分株剪下全部根系，洗净过蒸馏水后吸干表面水分，根系烘干粉碎程序同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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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2018 年 5 月 11 日分别统计出苗率及分蘖率。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砍收测产，
测量茎长（甘蔗基部至甘蔗生长点处）、茎径（测甘蔗基部往上第三节、中部和自尾部往下第七节节间，
统计平均值）、有效茎数（以长 1 m 以上的甘蔗茎作为有效茎）。每小区选具代表性的 6 株于当天送广西
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进行品质测定。
1.4 数据分析
采用 软件 Excel2010 对数据进行整理及制图，用软件 SPSS20 进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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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机肥对粉垄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土壤 pH 值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而有降低的趋势，同一时期不同处理和对照 pH 值差异不
显著。不同时期的土壤容重变化不大，但 8 月份时处理 A 的容重显著低于对照。土壤碱解氮含量均大于对
照，且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而提高，其中，处理 A 三个时期内均显著高于对照，处理 B 在 6 月和 10 月时显
著高于对照；处理 A 土壤碱解氮含量大于处理 B。处理 A 和处理 B 的速效磷含量随着时间推进有所降低，
但大于对照，其中，在甘蔗生长的前期，处理 B>处理 A>CK，且差异显著，但随处理时间的延长，各处理
与对照的差异逐渐变小。土壤中速效钾含量也呈类似的趋势。
表 1 施用有机肥对粉垄土壤 pH、容重及速效养分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pH, bulk density and available nutrient of smashing ridge tillage
soil

日期

处理

pH 值

Date

Treatment

pH value

2018-06-11

CK

2018-08-11

2018-10-25

容重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Bulk density

Available N

Available P

Available K

-3

-1

-1

（g·cm ）

（mg·kg ）

（mg·kg ）

（mg·kg-1）

5.84±0.16a

0.78±0.02a

287.00±61c

11.10±1.1c

715.80±28c

A

5.94±0.17a

0.74±0.04a

413.00±112a

14.42±2.1b

1 124.28±60a

B

6.32±0.21a

0.74±0.01a

338.33±68b

19.88±5.0a

943.74±59b

CK

5.82±0.03a

0.82±0.03b

242.67±12b

10.61±0.9b

568.65±82a

A

5.71±0.06a

0.72±0.03a

275.33±5a

12.45±1.4ab

583.26±27a

B

6.30±0.52a

0.75±0.02ab

261.33±5ab

15.81±1.7a

604.11±76a

CK

5.54±0.06a

0.79±0.01a

240.33±25b

11.43±0.9a

532.32±18a

A

5.56±0.37a

0.73±0.04a

259.00±16a

11.03±1.4a

531.81±55a

B

5.94±0.21a

0.76±0.02a

263.67±19a

12.10±1.7a

528.72±36a

注：CK. 单施复合肥(对照) ；A. 蚯蚓粪+复合肥；B. 猪粪+复合肥。表中同列数据后英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下同。
Note: CK. Only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fertilizer (control); A. Earthworm manure + compound fertilizer; B. Pig manure +
compound fertilizer. After the same column of data in the tabl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same
below.

由表 2 可知，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不大，但处理前期，6 月份，处理 A 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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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显著大于对照，处理 A 和处理 B 之间差异不显著。各处理的全氮含量均随着时间推进而降低，处理 A 和
处理 B 土壤全氮含量均大于对照，处理 A 在 10 月时显著高于对照，处理 B 在 6 月和 10 月显著高于对照；
但处理 A 和处理 B 之间差异不显著。随着时间的延长，土壤全磷含量变化不大，但处理 A 和处理 B 土壤全
磷含量均大于对照，其中，处理 A 在 6 月时显著高于对照，而处理 B 在三个时期均显著高于对照，处理前
期，处理 B 土壤全磷含量（6 月—10 月）显著高于处理 A。不同时期，各处理土壤全钾含量变化不大。
表 2 施用有机肥对粉垄土壤有机质及全氮全磷全钾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organic matter and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total
potassium and of smashing ridge tillage soil

日期

处理

Date

Treatment

2018-06-11

2018-08-11

2018-10-25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全钾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Total potassium

-1

-1

-1

（g·kg ）

（g·kg ）

（g·kg ）

（g·kg-1）

CK

35.81±0.70b

1.65±0.23b

0.33±0.01c

12.86±0.05a

A

41.61±1.52a

2.33±0.43ab

0.35±0.0b

13.03±0.70a

B

39.89±0.59a

2.77±0.07a

0.40±0.0a

13.25±0.84a

CK

38.83±0.82a

1.60±0.04a

0.34±0.013b

12.48±0.19a

A

40.70±2.74a

1.70±0.04a

0.35±0.01ab

12.50±0.51a

B

44.32±3.13a

1.78±0.12a

0.39±0.003a

13.33±0.88a

CK

36.30±1.61a

1.47±0.03b

0.35±0.011b

11.40±1.40a

A

38.29±2.05a

1.95±0.07a

0.36±0.019b

12.00±0.90a

B

38.46±1.56a

1.79±0.03a

0.42±0.023a

12.41±0.31a

2.2 有机肥处理对粉垄甘蔗养分含量的影响
由图 1：A，B 可知，随着甘蔗生长期的延长，蔗叶全氮含量呈增加的趋势，在甘蔗生长的伸长期（8
月份），处理 A 和 B 蔗叶全氮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而其他时期差异不显著，各时期蔗根全氮含量差异不
显著。由图 1：C，D 可知，各处理蔗叶全磷含量均高于对照，但差异不显著；不同时期相比较，随处理时
间的延长，蔗叶全磷含量呈增加的趋势，甘蔗生长前期（从 6 月到 8 月）增加较多，而后期则变化不显著，
而根系全磷含量则随着甘蔗生长各处理根系全磷含量的变化趋势无一致规律。由图 1：E，F 可知，处理 A
和 B 蔗叶全钾含量均大于对照，甘蔗生长前期，处理 A 蔗叶全钾含量显著大于对照，但其他时期各处理间
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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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蔗叶全氮含量；B. 根系全氮含量；C. 蔗叶全磷含量；D. 根系全磷含量；E. 蔗叶全钾含量；F. 根系全钾含量。
A.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n leafs; B. Total nitrogen content in roots; C.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in leafs; D.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in roots; E. Total potassium content in leafs; F. Total potassium content in roots.

图 1 施用有机肥对粉垄甘蔗根、叶全氮、全磷、全钾含量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total nitrogen, total phosphorus, total potassium content in
sugarcane roots and leaves
2.3 有机肥处理对粉垄甘蔗农艺性状、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各处理出苗率和茎径大小依次均为处理 A >对照>处理 B，从出苗率看，处理 A 高于对照
5.18%，处理 B 则比对照低 2.34%，从茎径看，处理 A 和处理 B 分别比对照高了 7.64%和 1.00%。各处理分
蘖率和有效茎数大小依次均为处理 B>对照>处理 A，其中，处理 B 分别比对照高 2.61%和 0.63%，处理 A
则分别比对照低 6.24%和 0.63%。不同处理间单茎重和茎长的变化规律均为处理 B>处理 A>对照，从单茎重
看，处理 A 和处理 B 分别比对照高了 6.98%和 11.24%；从茎长来看，处理 A 和处理 B 分别比对照高了 0.18%
和 0.95%，但各处理间农艺参数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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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施用有机肥对粉垄甘蔗农艺性状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agronomic characters
出苗率

分蘖率

单茎重

茎长

茎径

Emergence rate

Tillering rate

Cane weight

Cane length

Stalk diameter

Millable stalks

（%）

（%）

（kg）

（cm）

（cm）

（stalk·hm-2）

CK

44.37±5.10a

86.25±21.27a

2.58±0.08a

334.12±0.40a

3.01±1.18a

73 611±267a

A

46.67±2.12a

80.87±8.46a

2.76±0.07a

334.72±0.69a

3.24±2.35a

73 148±816a

B

43.33±1.92a

88.50±7.45a

2.87±0.21a

337.29±7.25a

3.04±1.40a

74 074±556a

处理

chinaXiv:202005.00069v1

Treatment

有效茎数

由表 4 可知，处理 A 与处理 B 的产量均显著高于对照，分别提高了 28.09%和 32.81%；处理 B 的锤度
高于处理 A 和对照，且高出对照 2.77%，处理 A 锤度比对照低了 0.06%。蔗汁糖分和甘蔗糖分均为处理 B>
处理 A>CK，
处理 A 和处理 B 蔗汁糖分分别比对照高 1.08%和 3.67%，甘蔗糖分分别比对照高 1.41%和 3.63%。
表 4 施用有机肥对粉垄甘蔗产量及蔗茎品质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organic fertilizer application on yield andcane quality of sugarcane
产量

锤度

蔗汁糖分

甘蔗糖分

Cane yield

Brix

Sucros of juice

Sucros of cane

（t·hm ）

（%）

（%）

（%）

CK

130.56±1.18b

18.08±0.15a

15.81±0.16a

13.50±0.19a

A

167.22±2.04a

18.07±0.07a

15.98±0.09a

13.69±0.10a

B

173.39±3.26a

18.58±0.28a

16.39±0.27a

13.99±0.23a

处理
Treatment

-2

3 讨论与结论
3.1 有机肥处理对粉垄土壤理化性状的影响
甘蔗生长的土壤酸碱度范围是 pH 值 4.5~8，但最适宜的是 7~7.5，如果土壤酸度过大，不但影响产量，
也影响品质（徐建云和陈超君，2009）。本研究中，有机肥处理对于粉垄土壤的 pH 值影响并不显著，这可
能是受到有机肥本身的 pH 值影响，孟红旗等（2012）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而容重则能表示土壤的疏松程
度和熟化程度，容重越小，土壤越疏松。施用有机肥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能够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和速
效养分含量和有效性（韦茂贵等，2011；Zhao et al., 2017；林阿典等，2017；杨雷等，2019）。在本研究中，
两种有机肥均不同程度提高了粉垄土壤的速效养分和有机质、全氮、全磷含量，除了有机肥本身含有养分
外，有机肥还能促进土壤养分转化，使土壤养分含量提高（谢巧娟，2017），与前人研究类似。本研究蚯
蚓粪对土壤碱解氮和速效钾的提升效果优于猪粪处理，而猪粪处理对土壤速效磷和全氮全磷的效果较好，
说明不同有机肥对于粉垄土壤中的各种养分含量的提升程度不同。尽管如此，有机肥处理相对于单施化肥
处理对于粉垄土壤的进一步改良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3.2 有机肥处理对粉垄甘蔗养分含量的影响
前人研究表明，在水稻、玉米、甘蔗等作物上，通过优化施肥、有机肥减量配施等措施能够活化土壤
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增强作物对养分的吸收能力，从而提高作物产量（韦茂贵等，2011；谢巧娟，2017；
杨雷等，2019）。本研究中，有机肥处理均能不同程度提高甘蔗根叶的全氮全磷含量，且主要在 6 月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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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甘蔗伸长期达到显著。此外蚯蚓粪处理在蔗叶全钾全磷、根系全磷含量提升效果上优于猪粪处理；蚯蚓
粪处理和猪粪处理分别在 8 月和 6 月显著提高蔗叶全磷含量，这可能是由于有机肥矿化提高了土壤中速效
养分的含量，进而为甘蔗的快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两种有机肥处理在甘蔗不同生长期对于蔗叶和根
系全氮全磷含量的提升各有优势，这说明不同有机肥对于甘蔗叶片养分和根系养分的影响不同，这与于海
杰（2016）的研究类似。
3.3 有机肥处理对粉垄甘蔗农艺性状、产量及品质的影响
许树宁等（2012）研究发现，在甘蔗采用生态有机肥与化肥配施的方法，可显著增加蔗茎产量。有机
肥比无机肥处理能提高甘蔗产量（Bokhtiar et al., 2008），有机肥一次性作基肥和分成基肥和追肥使用对甘
蔗的品质影响不同（许树宁等，2013）。在本研究中，两种有机肥处理均能显著提高甘蔗产量，但在单茎
重、茎长、茎径、有效茎数、锤度、蔗汁糖分和甘蔗糖分方面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有机肥处理下的
甘蔗在茎长、茎径等综合参数上优于对照从而促使甘蔗产量提升，而有机肥处理的甘蔗生长的优势得益于
土壤养分含量及甘蔗对养分吸收的能力的提升，从而不同程度提高甘蔗产量。

chinaXiv:202005.00069v1

3.4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粉垄条件下使用有机肥能够活化土壤，提高土壤全量及速效养分含量，进而促进甘
蔗根叶对全氮磷钾的吸收，最终促进甘蔗的生长，提高粉垄甘蔗的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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